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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发展历程及启示∗

□陈辰　杨幸然　宋琳琳

　　摘要　系统梳理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发展历程,可掌握规范控制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为我国探

索面向未来的规范控制转型发展策略提供历史和现实依据.此文将规范控制发展历程分为思想

酝酿、起步实施、稳步深化和变革探索四个阶段,从名称规范控制理论研究、标准规范和实践发展

三个维度对各阶段发展情况进行全景式扫描.阐述了名称规范理论研究逐步深化、标准规范逐

步完善、实践发展逐步实施的演变特点,提出面向我国名称规范控制未来发展的几点启示:名称

规范的关联数据化发展,传统规范控制到身份或实体管理的转型,基于社区协作的规范文档建

设,将名称规范工作纳入国际化发展,积极与国际标准规范接轨.
关键词　名称规范控制　中文名称　名称标目　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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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图书馆规范控制思想最早由卡特在２０世纪初

提出,我国规范控制工作起步较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才正式开始对规范控制进行研究,与一些国家相

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通过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和业

界４０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发展过

程中不乏理论前沿探索者和实践先锋.系统梳理我

国名称规范控制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掌握名称规范

控制工作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为探索面向未来的规

范控制转型发展策略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文献调研显示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我国名称规

范控制发展历程的全面、系统研究,仅有几篇成果零

散分布于相关研究之中.如林明曾将国际规范控制

发展历程分为萌芽、试验、蓬勃发展和变革四个时

期,基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开始实施西文文献编目规范控制的事

实,将我国名称规范控制的起步实施纳于国际规范

控制的蓬勃发展阶段,但没有着力探讨我国名称规

范控制的发展,尤其没有涉及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之前规范控制思想研究[１].胡媛则从规范控制实践

操作层面,以１９９５年国家图书馆中文名称规范控制

组成立为起点,将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发展分为维护

和制作(或奠基发展阶段)、跨越式发展和积累提升

阶段,但该研究只涉及名称规范实践操作层面,不包

括理论探讨、标准规范在内的名称规范发展历程的

全面梳理[２].刘峰峰和孙更新将我国民国时期至今

的编目发展历程分为初创、发展、繁荣及深入发展时

期,探讨了作为编目工作内容之一的规范控制研究

和实践发展情况,由于编目发展是其研究的主线,对
于规范控制并未着力梳理[３].

可见,已有研究将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发展历程

置于编目领域和国际规范控制大发展背景中,只涉

及名称规范控制理论或实践发展的某一方面,缺少

对规范控制理论、标准规范和实践发展的全方位系

统梳理.基于此,本文从理论研究、标准规范和实践

发展三个维度对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发展情况进行全

景式扫描,总结名称规范控制发展演化特点和趋势,
在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名称规

范控制未来发展的几点启示.

２　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发展历程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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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图书馆编目数据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编号:２０BTQ０１７)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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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网络、会议文献,获取与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密

切相关的理论成果、标准规范等资料,在对这些成果

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名称规范控制的发展

现状、时间特征、主题特征等要素将其分为四个发展

阶段:思想酝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起步实施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稳步深化(２１世纪００年代)
和变革探索阶段(２１世纪１０年代以后).

２．１　名称规范控制思想酝酿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前)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正式开展规范控制工作

之前,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目录学发展及早期的

著录条例中早已蕴含参照思想,这对于日后规范控

制方法体系形成和实践影响深远.
(１)参照思想方法的运用

规范控制中指引读者从目录或其他检索工具中

的某一标目查找另一标目,或在目录中提供关于某

一事项的说明方法,即为参照法[４].参照法揭示事

物间的对照关系和参考性说明,西汉司马迁创作的

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其人物形象塑造即应用

了参照方法,如将同一人物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

方,并在相关类目中标明名目,以此集中揭示某一人

的事迹,阅读时可互相参照[５].西汉末年刘向、刘歆

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在其创立的著录法中除

编有内容提要外,也利用了互见和别裁方法,对具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主题的图书,适当在两个或两个以

上类目进行分类著录,并互相参照.唐代欧阳询等

人编纂的综合性类书«艺文类聚»在体例方面也运用

了参照法,当某个资料与两个类都有关系时,在其中

一个类下略引该项资料,并在其下标注指引作者参

阅另一个类目下的详细资料,以“事具∗∗”的形式

表示其参见功能[６].
如上述作品在使用参照方法上是无意识的,那

么元末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被认为是真

正最早、有目的地运用参照互著方法著录图书的作

品[７].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针对

书籍中有“易淆”和“相资”情况,明确提出了利用互

著别裁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在两个或多个类目中分别

著录.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和目录学中包含

的互著、别裁等参照思想,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关系并

进行参考性说明,与规范控制中包含的参照法有异

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国规范控制在工作开展之初虽

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方法,但也绝非产生于偶然,而与

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整体观孕育有不可割裂的关

系,对于我国名称规范控制的思想酝酿影响深远[８].
(２)早期著录条例中的参照思想

早期著录条例中标目形式的确定和“参见片”的
规定,体现了规范控制思想的萌芽.１９６１年由全国

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西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

编写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规定了西文图书

主要以著者作为著录标目,个别情况根据图书特点,
以政府机构和机关团体、学术会议和书名等作为标

目,标目格式包括对著者标目的顺序、生卒年以及编

者和译者作为标目情况的详细规定.此外,在“著录

著者事项的规定”中,详细规定了对各种名称形式的

“见片”(又称“参见片”或“参照片”),对于笔名和真

名的规定,原则上如果有笔名的著者,要查出其真名

作为著者标目,笔名则作“见片”[９].
此阶段虽没有形成独立的规范文档,也没有专

门的“标目法”对规范控制工作进行系统阐述,但著

录条例中标目形式的确定和“见片”参照系统的出

现,早已体现了“标目法”的思想并意识到规范控制

在书目工作中的重要性,这为规范控制的起步实施

奠定了重要基础.

２．２　名称规范控制起步实施阶段(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

规范控制研究和实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起

步并逐步实施,以国家图书馆１９８２年开始着手进行

西文文献规范控制工作为标志,经过近２０年的摸

索,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并积累了一

定数量的规范文档,本部分即从理论研究、标准规范

以及实践探索三方面对名称规范控制发展情况进行

阐述.

２．２．１　规范控制理论研究

(１)规范控制概论研究

主要普及规范控制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学习和

借鉴国外先进的规范控制工作经验,代表性研究者

有黄俊贵、熊光莹、王知津、周升恒等,如熊光莹在

１９８９年系统研究了规范控制的意义、概念、过程、规
范记录创建等问题,是所查最早的系统研究规范控

制问题的文献[１０].王松林和田书格等对国外规范

控制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介绍[１１－１２].这些研究

作为我国名称规范控制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对于

相关人员系统了解规范控制内容,提高对规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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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认识,推动规范控制实践应用具有重要奠

基意义.
(２)“主要款目”存废和标目选择之争

研究者对主要款目之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不同

特点进行剖析,对是否需要“主要款目”进行了集中

探讨[１３].其中黄俊贵认为“主要款目”是手工编目

时代的产物,随着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的普及,解决了

多项检索问题,“主要款目”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再具

有意义[１４].编制主要款目首先需要对著者标目和

书名标目进行选择,根据«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和«西
文文献著录条例»规定,西文文献一般采取“著者标

目”,中文文献采用“题名标目”,中、西文编目主要款

目的设置采用不同做法,体现了不同的语言规律和

东西方文字特征[１５].
(３)标目选择问题研究

作为目录款目上指引目录排检线索的项目,标
目范围和形式的选择会影响目录的检索效果,因此

制定标目选择依据和原则至关重要.标目选择原则

包括可检(具有检索意义)、充分(提供尽可能多的检

索点)、认同(以常用、惯用和通用为原则)、统一性

(统一标目原则)和多面引向原则等[１６－１８].从标目

类型上看,研究者对个人、团体(包括会议)、题名标

目的选择范围和著录形式等问题进行了专门探

讨[１９－２１],并加以示例进行说明,对于名称规范标目

的确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此阶段研究多为规范控制概念、原理和方法等

的普及和介绍,以及主要款目存废及各类标目的确

定和形式选择问题.此外对于规范数据款目设置及

著录[２２]、规范控制自动化[２３]、编目规则中的标目

法[２４]等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但多为介绍

性、概述性的内容,真正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规范

文档建设方法与途径的成果并不多.

２．２．２　规范控制标准规范

(１)标目法

书目规范控制在编目规则中又称为标目法.

１９９６年黄俊贵主编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构建了

著录法和标目法两部分的编目工作系统,首次在编

目规则中提出规范款目的概念,这在当时是率先于

国际编目规则的[２２].标目法部分对标目范围、形

式、规范和参照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使书目检索点的

规范控制有了标准依据.
(２)规范控制标准规范

在指导规范数据内容创建方面,国家图书馆(原
北京图书馆)于１９９０年编写了«规范数据款目著录

规则(草案)»,１９９７年一分为二,分为«中文图书名

称规范数据款目著录规则»和«中文图书主题规范数

据款目著录规则»,明确了名称和主题两种规范数据

类型.在统一规范数据交换格式方面,１９９０年国家

图书馆参照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的«UNＧ
IMARC/规范格式»,编写了«中国机读规范格式»
(试用本),１９９５年修订,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两次推出

使用手册,赋予了规范、参照和一般说明机读形式记

录的字段标识符、指示符和子字段标识.
在规范控制起步实施阶段,指导规范控制工作

的内容和格式标准均已出台,使得规范控制实践工

作有了标准依据,国家书目机构之间的规范记录交

换与共享有了保障.随着规范控制实践工作的深入

开展,研究者又针对标准规范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修订和完善工作.

２．２．３　规范控制应用实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些大型图书馆已经意

识到规范文档对于书目检索的重要作用,国家图书

馆于１９８２年开始着手进行西文文献规范控制工作.

９０年代编目界开展机读规范记录创建工作,尝试将

手工卡片规范记录转换为机读规范记录,并进行联

机规范控制系统建设.但是受软件环境的制约,大
多数图书馆系统不支持规范控制功能,不支持规范

数据和书目数据的连接,规范记录和书目记录并没

有同步[２５].此阶段规范数据的联合共建共享工作

初步展开,如１９９７年开始启动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

中心,１９９９年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图书馆等７机

构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名称规范工作小组”(Hong
KongChineseAuthority(Name)Group,HKCAN),
本着规范数据共建共享的原则,启动 HKCAN 数据

库建设.１９９０年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和台湾大

学图书馆联合成立“中文名称规范数据库工作组”,
专门开展台湾地区的名称规范控制工作.但总体

看,此阶段规范数据共享范围有限,数据交换和共享

亦没有真正展开.

２．３　名称规范控制稳步深化阶段(２１世纪００年代)
新世纪之初,随着计算机编目技术的日益成熟

以及书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活动的推动,规范工作

引起了更多的重视,规范控制理论和实践工作实现

了稳步深化发展.特别是国家图书馆２００３年启用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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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ph５００系统,通过冗余方式实现了书目数据库与

名称规范数据的有效连接,规范控制和著录工作实

现同步,是名称规范控制工作步入稳步深化发展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２．３．１　规范控制理论研究

(１)名称标目问题研究

由于各类名称形式表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确
保名称标目在目录里的一致性和唯一性,才能保障

检索效率.研究涉及:①个人名称标目选择和标目

形式,如对于外国责任者的名称标目以及汉译惯称

的西文著者名称标目的选择问题[２６－２７].②个人名

称标目的区分.中文姓名具有形式简短和重名率高

的特点,需要添加包括生卒年、职业、学科、职称、性
别、朝代等在内的附加信息才具区分能力[２８].国内

外普遍以生卒年作为标目附加成分首选,当不能获

取生卒年时,可结合学科、职业等成分进行区分[２９].
(２)国内外标准规范发展研究

标准规范发展研究对于标准的完善和修订具有

重要意义,研究涉及:①国际编目原则、模型和规则

对于规范控制的影响研究,如“巴黎原则”和“国际编

目原则声明”在规范控制方面的发展变化[３０];基于

FRBR和 FRAD 探讨实体－关系模型在规范控制

中的应用[３１];RDA对规范控制的影响和启示,为规

范控制提供原则性指导,并解释了规范记录的结构

和内容元素[３２].②对国内编目条例和规范格式的

修订研究,研究涉及编目规则中的标目法内容结

构[３３]、标目规范和参照[３４]、检索点选取规则的修订

等[３５].再有,涉及机读规范格式问题,如中外规范

记录 统 一 使 用 CNMARC 规 范 格 式 的 问 题,

CNMARC 中 的 名 称 著 录,以 及 MARC２１ 和

CNMARC的比较研究等[３６－３７].
(３)网络环境下的规范控制研究

网络信息的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给规范控制工

作带来挑战,使得网络环境下的规范控制呈现新的

特点并面临新的课题[３８].研究涉及:①基于唯一标

识符的网络资源规范控制成为新内容.唯一标识符

使信息资源具有可标识性和可规范性,从而简化了

网络资源的规范控制问题[３９].唯一标识符成为一

项重要检索点,应纳入到规范控制的范围并反映到

编目规则中[４０].②规范控制机制研究,包括基于

Web２．０理念[４１]及语义 Web技术的名称规范控制探

索[４２],在开放和动态的网络环境实现对各类型资

源、针对各种用户和信息搜索场景的分布式规范控

制.③规范控制对象的扩展,主要包括网络环境中

的元数据规范控制,如 DC和 RDF等元数据的规范

控制问题[４３].
(４)联机编目环境下的规范控制问题

联机网络环境为书目规范控制提出了新课题,
内容涉及:①联机规范控制模式研究.鉴于我国行

政体系造成的书目情报机构条块分割的现状,宜采

取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模式[４４].②规范数据

的合作共建共享.规范文档的合作建库,是联机合

作编目在规范控制领域的延伸[４５].随着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项目的开展,规范文档

的共建共享活动提上议程.鉴于NACO(NameAuＧ
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NACO)和 VIAF
(VirtualInternationalAuthorityFile,VIAF)项目

的成功经验,我国编目界也逐渐认识到合作构建规

范数据的重要性,提出走合作化道路、加强规则的标

准化和一致性、创建全国规范控制中心、建立书目规

范联合检索平台等建议[４６].
(５)对名称规范控制工作的总结

随着名称规范控制工作的逐步开展和规模不断

扩大,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也逐渐凸显,针对我国的

名称规范控制发展情况,研究者总结了个人名称标

目质量[４７]、自动化规范控制系统[４８]及不同机构在标

目选择以及规范形式表示方面的差异问题[４９],并提

出规范文档格式、内容和管理方式向国际标准统一

化、网络化和自动化方向的发展建议[５０].结合香港

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合作项目(HKCAN)的管理架

构、运行模式以及联盟协作等,提出名称规范控制管

理机制方面的启示[５１].
相比上一阶段的规范控制理论研究,此阶段研

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除了对名称标

目问题进行细化、深入研究外,研究者还对网络环境

和联机编目环境下出现的新课题、国际编目规范控

制热点问题进行了探索.另外还对规范控制实践工

作进行系统总结和反思,探讨对规范控制标准规范

的修订研究等.

２．３．２　规范控制标准规范

在内容标准上,２００３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修订了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２００５年国家图书馆修订并出

版第二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在格式标准上,２００２
年由文化部审定«中国机读规范格式»为文化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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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WH/T１５ ２００２).为了与IFLA的«UNIMARC
手册:规范格式»(第三版)接轨,«中国图书馆机读规

范格式»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立项.
除了上述指导我国规范控制工作的国家和行业

标准外,CALIS也出台了«CALIS联机合作编目手

册»«CALIS规范控制档汇编»等相关标准规范,支
持联合规范数据库建设.但这也造成以国家图书馆

为主的公共图书馆和以 CALIS为主的高校图书馆

在标准规范方面的分歧,导致标目的选取和标目形

式等遵循不同的规则,影响了规范数据的交流和

共享.

２．３．３　规范控制应用实践

随着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引进,规范控制的自

动化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

等实现了书目数据库与名称规范数据的有效连接,
规范控制纳入到图书编目工作流程中,改善了规范

数据与书目数据脱节的问题[５２].联机规范系统也

开始建立,规范数据的合作共建共享初见成效.
部分图书馆进行了区域化合作,国家图书馆也

开始向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的用户提供规范数

据的下载.２００３年３月 CALIS正式启动规范数据

库建设项目,２００４年８月建立联机规范系统实验数

据库,将各成员馆的规范记录集中到统一的规范文

档中并提供共享服务.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文名称规

范联合协调委员会”成立,成员单位包括国家图书

馆、CALIS、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
台湾地区汉学研究中心和澳门地区图书馆,协调委

员会经过多次的学术探讨和规则协调,于２００９年建

立“中文名称规范联合数据库检索系统”,为用户提

供中文名称规范的一站式检索平台,利用网络环境

实现了规范数据共享.规范控制联合共建共享取得

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行政体制等原因,合作的范围仍

然有限,且仅限于对中文普通图书和古籍的名称规

范控制,还未实现连续出版物、非书资料、学位论文

和电子资源等的名称规范控制[５３].

２．４　名称规范控制变革探索阶段(２１世纪１０年代

以后)
随着关联数据环境的发展驱动效应以及图书馆

服务的扩展,语义网环境下图书馆规范控制的理念、
方法和技术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刘炜在２０１１年发

表«关联数据:概念、技术及应用展望»一文[５４],指出

关联数据是驱动“编目”和“规范控制”转型的基础性

技术,自此展开对名称规范控制的变革探索研究.

２．４．１　规范控制理论研究

(１)由标目选择到身份(实体)管理

语义网技术为万维网时代的规范控制提供了原

生解决方案,通过 URI标识概念实体,而不需要选

择任何一种优先名称形式作为标目,可使得“标目”
问题得到完美解决[５５].规范控制从标目选择向实

体管理方向发展,由从不同的名称形式中选择唯一

的规范标目形式,走向接受不同机构采用不同“首选

形式”的实体管理,如虚拟国际规范档采用的方

式[５６].在由名称标目向身份管理转型的过程中,编
目理论和实践经历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发展变化,
区分和厘清实体及其名称、实体及其描述、实体描述

及其对描述的描述的概念,对于书目数据建模和应

用实践非常关键[５７].规范控制应从封闭单一的“记
录”走向开放关联的实体关系数据,推动规范数据向

更广范围开放与应用[５８].
(２)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

利用关联数据技术和知识库资源可改进规范文

档自身的语义不足、应用有限等问题,研究包括:①
规范语义描述模型研究.一是以Schema为核心的

语义模型,包括中文个人名称[５９]、机构名称[６０]、档案

名称规范数据语义模型[６１]等,模型表达完整性强,
复杂度较低,有助于互联网环境下实体的关联、共享

和重用[６２].二是多种标准词汇表的融合模型[６３],包
括 复 用 FOAF(FriendＧofＧaＧFriend)、RDA、SKOS
(SimpleKnowledgeOrganizationSystem)和 VIAF
等词汇的基础上,设计中文名称规范数据语义描述

集;以BIBFRAME２．０和 Geonames本体为基础设

计地方文献地名模型[６４].②规范数据与其他知识

库的数据聚合.名称规范基础设施可通过调和和解

析建立到 VIAF、Wikidata等通用资源之间的链接.

VIAF被认为是万维网利用图书馆规范数据的门

槛,将中文规范文档加入 VIAF可实现中文名称规

范数据的国际化关联和共享[６５].实现中文规范文

档与 Wikidata的实体对齐,建立连接并提供语义化

表示,可提高规范数据的曝光率和应用价值[６６].
(３)命名实体识别算法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传统的规范控制著录方法难以

满足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要求,需要结合机器计算进

行命名实体识别和消歧.命名实体识别方法包括:

①基于规则和相似度的算法,如以高校科研机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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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从词性统计和构词方式等方面进行机构

命名规则构建,利用编辑距离算法探索名称的识别

和机构名称的归一[６７].②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方

法,通过对大规模人工标注的语料库进行训练,构建

统计模型,包括隐马尔可夫模型、决策树方法、最大

熵、条件随机场、支持矢量机等[６８],如基于作者－机

构共现的同一机构识别算法[６９],基于机构－人员矢

量相似度视角的科研机构名称演化识别方法[７０]等.
(４)责任者唯一标识符研究

为责任者分配唯一标识符是网络环境下实施名

称规范控制的重要方法,研究主题包括:①对唯一标

识符系统发展概况的引荐.对包括ISNI(InternaＧ
tionalStandard NameIdentifier)、ResearcherID、

ORCID(Open Researcherand ContributorID)、

OpenID、DAI (Digital Author Identification)、

PubMedAuthorID 等唯一标识符系统的介绍、功
能、问题及其相关建议等,这些系统存在管理机制、
多标识符、解析、诚信、推广机制、元数据应用、信息

更新 等 一 系 列 技 术、管 理 和 社 会 问 题[７１－７２].②
ORCID相关研究.在上述众多标识符类型中,对于

ORCID的研究最为集中,除了对其构建模式、声明

与验证机制、元数据规范、关键技术和实施推广等问

题的研究外[７３－７４],还包括 ORCID在学术成果精确

归属、科研产出评估等方面的发展前景预测,以及

ORCID在机构知识库、学术期刊等场景中的应用研

究,并且正在实现与多个平台系统的关联应用[７５－７６].
(５)规范控制应用领域的扩展研究

规范控制对象从专著书目规范延伸到网络资

源、机构知识库、文献数据库等;规范控制应用场景

扩大到知识关联、知识发现、社交网络、虚拟社区、科
研信息管理、数字人文等领域[７７].除传统专著资源

的名称规范控制外,还对非书资料目录、会议、期刊、
机构、基金等规范文档进行了探讨[７８－８０].名称规范

控制在科研管理和科研评价中可实现对科研实体的

识别和成果的精确归属,是规范文档研究的新应用

领域[８１].此外,名称规范按照数字人文研究的要求

进行重组和丰富后,可成为“数据基础设施”的有机

组成部分,提高系统查全率和查准率,支持动态展示

实 体 间 的 关 联 关 系,亦 可 助 力 社 会 网 络 关 系

分析[８２].
(６)相关标准规范研究

相较于上阶段标准规范研究,此阶段内容涉及:

①身份管理标准规范研究,在身份或实体管理成为

国际 编 目 界 的 主 要 发 展 趋 势 下,FRAD、LRM
(LibraryReference Model)、BIBFRAME、RDA 和

３R项目,以及 MARC２１格式等标准规范,已为身份

管理描述做好准备[８３].②FR模式对名称规范控制

的影响,如FRBR模式在 OPAC系统中实现名称规

范控制,FRAD化的名称规范记录制作等[８４].③基

于IFLA－LRM 的名称规范建模.将中文个人名称

规范文档的数据元素进行E－R实体关系映射和建

模,LRM 中新增 Agent(行为者)实体,要注意命名

实体和行为者实体的属性区分[８５].④RDA 对于规

范控制规则的影响研究.RDA 充实了规范控制规

则,MARC２１增加０４６、３xx等字段,细化丰富了规

范记录的个人属性[８６－８７].
鉴于传统规范控制方法不能满足网络环境下大

规模命名实体识别的需求,此阶段更加关注技术在规

范控制中的应用探索,开展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的中文

名称规范语义描述和关联研究,以及自动识别算法、
唯一标识符等新型规范控制机制方法,弱化了传统规

范控制标目选择和形式确定研究,由传统的名称标目

转向基于唯一标识符的身份管理的趋势已经明显.

２．４．２　规范控制标准规范

此阶段由重视对检索点的描述转变为实体描

述,并出台针对行为者实体的元数据描述规范,如
«科技人才元数据元素集»«信息与文献———机构名

称元数据»«信息与文献———创作者与机构名称标识

符»等国家标准或计划,涵盖既适合本地应用需求同

时又能容纳外界标识符系统的行为者描述体系.唯

一标识符可实现对网络环境下的实体识别和关联,
如由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中国标准名称标识

符»,可标识数字环境下的各种媒体内容在创作、生
产、管理和发行产业链上参与者的公开身份.中国

标准关联标识符(InternationalStandardLinkIdenＧ
tifier,ISLI)可标识和识别相关实体之间的关联关

系,以实现诸如复合应用等目的.

２．４．３　规范控制应用实践

此阶段除了我国图书馆的名称规范数据量不断

积累,并继续上传至中文名称规范联合数据库检索

系统供成员共享外,该阶段名称规范控制应用实践

还体现在对如下三方面的探索:
(１)科研服务机构和数据库商等开展名称规范

控制服务.如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其所属机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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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库.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基于«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开发研制了“中国生物医学

机构名称规范管理系统”.万方和中国知网(CNKI)
等数据库构建的学者库和学者圈,科研在线开发的

科研人员主页,百度学术的学者主页等,在学者身份

识别以及提高学术影响力方面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满足了机构科研信息管理和数据库检索的需要.

(２)名称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化走向实践.上

海图书馆利用关联数据技术探索人名、地方和收藏

机构名称等在互联网上的规范控制.台湾地区汉学

研究中心将名称规范记录上传至 VIAF.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NSTL)积极探索语义网环境下名称

规范控制机制,构建了 NSTL名称规范数据库,实
现以实体为单位建立描述集,以唯一标识符系统标

识规范对象的做法.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和规范

数据也 成 为 跨 网 域 开 放 互 联 的 开 放 数 据 集,如

Wikidata实现对其规范数据的关联和链接.
(３)我国唯一标识符项目的实施.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与ORCID合作开发了iAuthor平台,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采用ISNI名称标识方案,并
提供名为 KnowledgeID(简称 KID)的唯一标识注册

解析服务.清华大学提供 ThuRID(TsinghuaUniＧ
versityResearcherID)注册服务.虽然我国标识符

项目实施取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覆盖范围上还存在

不足,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且面临多标识符互操

作等问题.

３　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发展演化特点及启示

３．１　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发展演化特点

纵观我国名称规范控制研究、标准规范和实践

发展历程,规范控制历经从相对封闭到逐渐开放,从
依靠国外模式的“拿来主义”到结合我国实践及中文

名称特点进行开拓创新过程,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书

目规范控制理论和实践体系.总体来讲呈现如下演

变特点:
(１)理论研究逐步深化和扩展

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

及用户需求的转变,我国名称规范控制研究内容不

断深化,领域不断扩展,方向不断调整.首先,由于

名称形式的多样性,统一(规范)标目形式成为起步

和稳定发展阶段的中心研究议题,但随着关联数据

的发展驱动和唯一标识符项目的示范,名称规范从

重视标目检索点的选择到重视实体(身份)管理方向

转变.其次,传统规范控制方法不能满足不断扩大

的规范控制对象以及新的规范控制需求,基于唯一

标识符的身份管理、MARC 规范数据的关联数据

化、机器自动识别算法等方法和机制开始逐渐受到

重视,寻求名称规范在网络环境下更高层次、更广范

围的应用扩展.再有,由最初介绍和借鉴国外名称

规范控制理念和方法,到后来结合我国名称规范控

制实践发展困境,针对中文名称特点开展标准规范

修订、实践反思等研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深入性

的指导规范控制发展的建议.
(２)标准规范逐步建立和完善

名称规范控制标准规范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我国在标准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

果.首先,我国规范控制工作虽然起步晚,但是在标

准规范建设之初即瞄准国际性标准,并结合我国编

目工作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
于我国各机构规范数据的著录统一发挥了重要作

用.其次,随着规范控制实践的深入全面开展,对于

编目规则的认识逐渐深入,尤其是与实践工作脱节

的规则条款逐渐凸显其不合理之处,同时结合国际

标准态势的最新发展,对我国编目规则和条例进行

修订和完善.再有,标准规范呈现从零散到逐渐体

系化的发展态势,如既有编目规则条例中的标目法,
又有包括专门指导规范数据制作的内容标准和格式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业务标准体系完善,并
显示出从行业标准过渡到国家标准的动态发展过

程,影响范围逐渐扩大.
(３)应用实践逐步实施和扩大

研究者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编目工作

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实施规范控制的

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工作虽起步较

晚,但经历从无到有,数量规模逐渐扩大的发展历

程.除了国家图书馆和 CALIS等机构创建的规范

数据规模不断增长外,还包括各类科研机构、数据库

商等构建的名称规范库,在信息检索、科研管理和评

价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自动化水平不断

提高.随着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引进,联机规范系

统开始建立,部分图书馆着手将卡片记录转换为机

读规范数据,对于我国规范控制的发展来说是重要

的一步.再有,部分规范数据实现关联数据化发展,
基于 URI和 RDF实现规范数据的开放关联共享,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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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原有 MARC数据格式的应用局限,是我国未

来名称规范数据的实践应用方向和趋势.

３．２　对我国名称规范控制的发展启示

我国名称规范建设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实

际上与国外编目界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发展进步空

间,尚未在图书馆中实现大规模应用和普及,尤其在

进入智能化数据化发展时代,所需的书目规范控制

已变得完全不同,必须重新对传统规范控制模式进

行全面系统的审视,因此,面向未来的名称规范控制

需求,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１)名称规范的关联数据化发展

随着关联数据的发展驱动效应,不断发展的开

放数据网络要求规范文档向开放关联数据格式迁移

和转换.刘炜曾撰文指出,关联数据是语义网时代

对网络资源和数字对象进行“编目”和“规范控制”的
基础性技术[５４].国内名称规范数据的开放语义关

联程度不足,且图书馆规范文档以“字符串”为中心

的规范控制方式不符合以“事物”为中心的实体管理

方式,因此将实体名称重新概念化为“事物”而不是

“字符串”,需要通过 URI对实体进行标识、链接和

关联,可更好地在开放网络中进行数据交换和交流,
扩大规范数据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范围.

(２)推动传统规范控制到身份或实体管理转型

国外对于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的转型问题进行

了积极探索和研究,而国内尚未形成热点,但是有所

推动.如基于关联数据的规范控制模式研究、规范

数据的语义描述和数据聚合研究,网络环境下名称

规范控制方法与机制的探索,以及规范数据在网络

环境下的新用例等,可见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未来的

趋势将是基于标识符的身份管理,而不再是将名称

字符串作为规范控制的基础.这些成果对于把握规

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趋势,从而推动相关机构

和学者开展深入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引领作用.那

么如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传统规范控

制向身份管理转型的策略,从而根据我国名称规范

发展现状和特点,实现向身份管理的转型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
(３)基于社区协作的规范文档建设

图书馆名称规范控制主体力量有限,需要扩大

贡献者范围,促进其他社区对于规范控制工作的广

泛参与 并 进 行 数 据 共 享.受 Wikipedia 的 启 发,

OCLC于２００９年组织了专家社区实验,尝试了“社

交编目”,结果证明很成功,因此可尝试将该模式应

用到规范数据的协作编目[８８].由德国科学基金会

(DFG)资助的文化数据 GND４C(GNDforCultural
Data)项目,反映了社区协作构建规范数据的需

求[８９].在数据网络中,规范数据是跨学科和领域连

接文化遗产、图书馆馆藏和研究数据的理想资源.
最初为图书馆设计的 GND,引发了其他保护文化遗

产的机构的兴趣,这些机构不仅具有使用规范数据

的需求,而且有协作创建和维护新的规范数据集的

需求,如博物馆对象、档案文件和研究数据等.PCC
NACO成立身份管理小组,最大限度利用来自图书

馆内外社区的专业知识,推进协作进行身份管理.
(４)将名称规范工作纳入国际化发展

目前与中文资源相关的数据基础设施还非常匮

乏,名称规范基础设施建设如不能加入国际合作,也
应通过调和和解析建立到 VIAF、Wikidata等通用

资源之间的链接[９０].目前编目工作开始由孤立状

态走向国际协作发展,作为编目工作重要一环的规

范控制也不例外.一方面,应积极加入 VIAF、ISNI
和 Wikidata等国际化集中聚合平台,参与身份管理

的国际化协作,将图书馆的规范名称贡献给共享的

“身份池”,扩大更大范围内规范数据的可见度和可用

性;另一方面,积极在国际化平台贡献中文名称实体

数据,增强中文名称数据在国际化环境中的共享和重

用,履行 UBC(UniversalBibliographicControl)目标.
(５)积极与国际标准规范接轨

我国在标准化建设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指导名称规范控制实践工作

的开展,但 这 些 编 目 规 则 和 条 例 均 依 据 和 参 考

AACR２制定,是传统 MARC编目环境下的产物,主
要围绕“规范检索点”或者“标目”为中心构建的标目

法标准体系,指导规范控制实践的标准体系应转变

为支持实体的描述,适应唯一标识符取代名称主标

目的趋势.国际编目界支持规范控制向身份管理转

型的标准规范已经部分完成转换,但是国内的编目

规则和机读规范格式尚需根据我国国情进行修订,
并保持与国际标准规范的一致和协调.随着关联数

据实践的应用探索,从规范控制到身份管理的转型

还需要注意与关联数据语义社区描述规范保持一

致,以支持规范数据在更大语义社区的交流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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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evelopmentProcessandEnlightenmentofChineseNameAuthority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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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systematicallysortingoutthedevelopmenthistoryofthenameauthoritycontrolin
China,wecangraspthedevelopmentpathandtrendofauthoritycontrol,andprovidehistoricalandrealisＧ
ticbasisforourcountrytoexplorethefutureＧorientedauthoritycontroldevelopmentstrategy．ThedevelＧ
opmentprocessofauthoritycontrolisdividedintofourstages:ideologicalpreparation,initialimplementaＧ
tion,steadyimprovement,andreformativeexploration．Throughapanoramicscanofthedevelopmentof
eachstagefromthreedimensionsoftheoryresearch,standardnorm,andpracticaldevelopment,thepaper
explainsthegradualdeepeningoftheoreticalresearch,thegradualperfectionofstandardsandnorms,and
thegradualimplementationofpracticaldevelopmentonnameauthoritycontrolinChina．Basedonthis,
severalenlightenmentsareputforward:LinkedDatadevelopmentofnameauthority,thetransitionfrom
traditionalauthoritycontroltoidentityorentitymanagement,constructionofauthorityfilesbasedoncomＧ
munitycollaboration,incorporatingnameauthorityinto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ndactivelyintegrating
withinternationalstandardsand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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